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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某高校教师 教学积极性 的整体 水平, 针 对不同特 征的教 师群体 进行
了积极性水平的差异性分析, 并从影响教学积极性的众 多因素中提 炼出若 干主要 因素, 为构 建和优 化教师 教学
动力激励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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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lev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eaching enthusiam and the differences of initiative
level of the teacher- group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t also abstracts some key ones from many factors
which impact teaching enthusiam and provides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enthusia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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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 养是 高校 教育之 本, 教学 质量 的优劣、 教师教

任行政职务的教师 20 人, 未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 118 人。

学的积极性 高低 直接 关系到 人才 培养。然 而, 在教 学过程
中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 水平 如何、不 同特征 的教 师又 存在何

( 二) 问卷 内容设计
在查阅相关 文献 的基础 上, 本文 将教 师教学 积极 性的

种差异、影响教师 教学 积极性 的因 素主要 有哪 些及 如何提
高和强化教 学积极性 等问 题一直 没有 引起足 够的 重视, 也

影响因素归 为两 个主因 素, 即制 度因 素和环 境因 素, 前者
包括 福利制度、薪 酬制度、 培养 制度、领 导管 理、考 核制

鲜有相关研究, 特别是缺乏通过问卷等方 法进行实证 研究。
本文通过高 校教 师教 学动力 问卷 的发放、 回收及 分析, 对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度、晋升制度 等子 因 素; 后 者 包 括 工作 压 力、工 作 兴 趣、
人际关系、办 公环 境、校园 环境和 科研 氛围等 子因 素。而
教学 积极性的高低可以通 过教 师对 各种指 标的 满意度 高低

一、问卷的设计

来衡 量。在此 基础上 结合 实际情 况, 有针 对性 地编制 了调
查问卷五点 量表。问 卷所 有提问 均采 用封闭 式问 题。封闭

( 一) 问卷对象
本调查以某 高校任 课教师为 对象, 共发放 问卷 160 份,

式问题采用 / 语议微 分0 形 式, 根 据满 意度 的高 低对 应五
个选 项, 分别 记为 5 分~ 1 分。

回收 152 份, 剔除其中不合格问卷 14 份, 实际获得有效问卷
138 份。所得研究样本的 各项统计 特征如下: 从性别 看, 男

( 三) 研究 工具及方法
通过对问卷进行 回收、整 理, 建立 教学 积极 性影 响因

教师 108 名, 女教师 30 名; 从职称 看, 助教 11 名, 讲师 46
名, 副教授 63 名, 教授 16 名; 从获得学位来看, 学士 4 人,

素数据库。在数据 处理及 统计 分析 过程中 使用 目前较 为成
熟的 统计分析软件 ) ) ) SPSS[ 1] 1310 for Windows, 主要工作是

硕士 54 人, 博士 78 人, 其他 2 人; 从年龄来看, 30 岁以 下
的教师 23 人, 31~ 40 岁的 教 师 75 人, 41~ 50 岁 的教 师 31

对有效问卷 的信 度、效度 进行检 验分 析, 对采 集所得 数据
进行 统计描述、相关分析、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人, 50 岁以上的教师 9 人; 从教龄来 看, 5 年以下的教师 46
人, 5~ 10 年的教师 40 人, 10~ 20 年的 教师 29 人, 20 年 以
上的教师 23 人; 从所任教的学科来 看, 人文 学科 13 人, 理
工科 116 人, 其他学 科 9 人; 从是否兼 任行政职务 来看, 兼

X

二、问卷的信度及效度检验
( 一) 问卷 的信度检验
在测量学 中, 信度 是指 / 测 验所 得分数 的稳 定性 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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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0 , 也即数次测验的一 致性程度 [ 2] 。信度即 可靠性, 指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 对象重 复测 量时所 得到 结果 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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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卷结果分析

性程度。本 研究 通 过 SPSS 软 件计 算 了问 卷 的 分半 信 度系
数。首先使用奇偶分半法, 采用 Guttman 分半信 度指标得出

( 一) 教学 积极性整体分析
总体而言, 教 师教 学积极 性得 分呈正 态分 布, 主 要分

量表的信度为 01816> 018; 采 用 Spearman- Brown 分 半信度
指标得出量表 信度 为 01 825> 018, 说明 问卷 具有 良好 分半

布在 56~ 72 分这个区 间, 占到总 人数的 6012% , 平 均得分
6210。这 说明受调查 高校 教师 总体 教学 积极 性处 于中 等偏

信度。然后 采用Cronbach. s Alpha 指 标计算 得出 问卷 量表的
信度为 01881> 018。可见 , 问卷的 总体信度良好。

上水 平。教师 教学积极性得分分布如图 1 所示。
( 二) 教师 教学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

( 二) 问卷的内容效度检验
所谓效度检 验, 就是 一个 量表中 对特 定变 量测量 的充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 法及 分析 因子载 荷表 和因子 得分
系数 将影响高校教师教学 积极 性的 因素归 纳为 制度因 素和

分性问题的说明 [ 3] 。效度 检验 可分为 内容 效度 检验和 结构
效度检验。首先对问 卷的 内容 效度进 行检 验。根据 测试理

环境因素两 个方 面, 每个 主因素 又包 含若干 子因 素。各项
激励因素与教 学教 学积 极性的 相关 分析如 表 1 所 示。由表

论, 内容效度涉及 一个 特定的 题项 集合对 一个 内容 范畴的
反映程度。计算得到各分项得分同量表总 分之间的相 关性,

可知 , 在显著 性水平 A= 01 05 下, 各因素师教学积极性的密
切程 度由高到低依次是: 晋升制度、考 核制度、领导 管理、

得分最低 的 是教 学 兴 趣为 01350, 最 高 为晋 升 制度 01763,
由可见各分 项同总分 之间 有显著 正相 关关系 , 可见 问卷的

人际 关 系、福 利 制度、 薪酬 制 度、教 学 氛围、 培训 制 度、
教学 条件、教 学压力、校 园环境 和教 学兴趣 。同时, 这 12

内容效度良好。
( 三) 问卷的效度检验及影响因素的提取

项影响因素又可 以被 分为两 个范 畴, 即制 度因 素和环 境因
素, 根据相关性分 析可知 其中 制度 性因素 对教 师教学 积极

本文在问卷设计部 分将教 师教 学积极 性的 影响 因素归
为两个主因 素, 即管 理制 度和 管理环 境, 每个 主要 因素又

性的影响最 大。因此, 在 提高 教学 积极性 的激 励过程 中改
进制 度性因素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分别包含六 个子 因素。为 了验 证这两 个主 因素, 本 文用因
子分析法对 公共 因子 进行抽 取。从因 子抽 取结果 来看, 抽
取得到 2 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 1, 也就是公共因子。
通过因子分 析抽 取得 到两个 公共 因子, 这 与最初 的研
究假设相一致, 但 还需 要通过 方差 最大正 交旋 转法 得出各
变量在主因 子上的载 荷, 以确 定第 一主因 子和 第二 主因子
主要包含哪 些子因素。 通过分 析因 子载荷 表和 因子 得分系
数, 12 个影响因素按照高 载荷标 准被分 成第一 主因 素和第
二主因素, 前 者即 制 度 因 素, 包 括 福利 制 度、 薪酬 制 度、
培养制度、考 核制 度、 领导 管 理、 晋升 制 度 和 工作 压 力;
后者即环 境因 素, 包括 人际关 系、教学 条件、校 园环 境以
及教学氛围。这与本 文假 设的 两个主 因素 相一致, 而且对
图1

子因素的划分也同假设相吻合, 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某高校教师教学积极性得分直方图

表 1 激励因素与教学积极性的相关分析
薪酬
积极性 . 689* *

福利

培训

晋升

考核

兴趣

压力

领导

人际

条件

环境

氛围

.712* *

.495* * . 763* * . 756* *

. 350* *

.399* * . 736* * . 724* *

.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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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84*

. 383* * . 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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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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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 239* *

.268* * 1

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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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 * 1

考核

. 477* *

.511* *

.364* * . 621* * 1

. 21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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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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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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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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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 . 213*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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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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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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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 0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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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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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领导

. 383* *

.400* *

.429* * . 610* * . 529* *

. 245* *

.267* * 1

. 226* *

.220* *

.422* *

人际

. 395* *

.442* *

.356* * . 547* * . 547* *

. 213*

.293* * . 619* * 1

. 319* *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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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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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 . 284* *

. 1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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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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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155

.309* *

.178*

. 267* *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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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 220* * . 193*

. 294* * 1

氛围

. 363* *

.285* *

.195*

. 422* * . 392* *

. 404* *

.029

. 422* * . 503* *

. 455* *

. 478* * . 364* *
. 621* *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 01 level ( 2- tailed)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 05 level ( 2- t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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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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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由各影 响因 素之间 的相 关系数 还可 分析 出各因
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在显著性水平 A= 0105 下, 以 某一因素

明教 授、副教 授、讲师和 助教 的激 励效果 呈现 随着职 称的
降低呈递减 趋势。这 说明 职称越 高, 在教 学和 科研方 面越

同其他因素 之间的相 关程 度为标 准, 各因 素由 强到 弱分别
为: 领导管理、福利 制 度、考核 制 度、晋 升制 度、人 际关

容易出成绩, 在同 样的教 学激 励环 境下更 容易 获得满 足感

系、教学氛围、教学 条 件、薪酬 制 度、培 训制 度、教 学环
境、教学压力和教学 兴趣。其 中与 其他因 素之 间相 关性最
强的是 / 领导管理0 , 可见领导管理因 素会对其 他各因素产
生显著的影 响, 在各 因素 中具 有明显 的决 定作用; 同其他

和成 就感。
其次, 对不同职 称教 师的 教学积 极性 得分进 行方 差分
析, 以确定不 同职称 教师 教学积 极性 之间的 差异 程度。具
体统 计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职称教师教学激励效果的方差分析

影响因素相关性最弱的是 / 教学兴趣0 , 教师 教学兴 趣的大
小并不能对 其他因素 产生 显著影 响, 但是 并不 否认 教学兴
趣对教师积极性的显 著影响。而 且, 12 项影 响因素 中 / 领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导管理0 、/ 福利制度0 和 / 考 核制度0 3 项因素同除本身之
外的其他因素之间 都显 著相 关, 而其他 的 9 项 因素只 是同

Between
Groups

7541827

3

2511609

除本身之外 的部 分影 响因素 存在 显著相 关。这表 明, 提高
教师在 / 领导管理0 、 / 福 利制 度0 以 及 / 考 核制度0 方面

Within
Groups

119531441

134

891205

T otal

127081268

137

的满意度意 味着 在 其他 方面 的 满意 度会 有 所增 加。所 以,
激发教师教学积极性应当着重 考虑 / 领导管 理0 、 / 福利制
度0 和 / 考 核制度0 3 项因素, 而且这 3 个因素 都属于制度

Sig .

21821 1041

* The mean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 105 level.
由方差分析可知, 教授、副 教授、 讲师 和助 教教 学积

性因素。
( 三) 教师教学积极性的特点分析 ) ) ) 差异分析
通过对具有 不同 人口 特征值 的样 本进行 研究, 可 以发
现不同类别 的教师表 现出 教学积 极性 的差异 性, 所 以有必

极性之间的显 著性 概率 均为 P= 01041< 0105, 可 以认 为在
显著 性水平 A= 01 05 下, 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的激励
效果存在显 著差 异。该结 论说明, 职称在 院校 教师中 具有

要分析不同 类别教师 教学 积极性 之间 的差异 , 以合 理确定
教师群体的 划分标准。 通过对 每个 人口特 征值 下教 师教学

重要 意义, 不 同的职 称意 味着不 同的 学术资 源、不同 的工
作稳定性、不 同的 物质回 报和 隐性 回报。而且 , 职称 相差

积极性差异 程度分析 发现, 男 女教 师激励 效果 的差 异性检
验结果为 P= 01692> 01 05; 获 得不 同学 位教 师之 间激 励效
果的差异性检 验结 果为 P = 01115> 01 05; 不 同学 科教 师之

越大, 激励效 果之 间的差 异也 就越 显著。因此 , 在考 虑对
教师 教学积极性进行激励时必须考虑到职称造成的差别。

间的激励效果的差异性检验 结果为 P= 01778> 0105。 可见,
不能确定 / 性别0 、 / 学位0 和 / 任教学 科0 这 三个 人口特

首先, 按不同的 年龄 段分 析不同 年龄 教师的 教学 积极
性效 果, 具体 情祝如表 4 所示。

21 不同年龄段教师教学积极性激励效果的差异分析

征值对教师 教学积极 性的 差异性 具有 统计学 意义, 所以不
将其 作 为 本 研究 的 分 类 依据。 本 文将 主 要 研 究 / 职 称0 、

表4
N

/ 年龄0 / 是否担 任行政 职务0 这三 个人口 特征 值下 教师教
学积极性的 整体情况 和差 异性, 使 针对教 师教 学积 极性的
激励机制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11 不同职称教师教学积极性的差异分析
首先, 按职称分类 分析 教授、副 教授 、讲师 和助 教的
教学积极性 ( 见表 2) 。
表 2 不同职称教师教学积极性分析

助教

N

Std.
Mean M inimum Maximum
Deviation

11

61114

52159

73133

Std.
Error

不同年龄教师教学积极性分析
Mean Minimum Maximum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30 岁以下 23 6011256 42196

77178

9114148 11 90613

30~ 40 岁 75 5818790 33133

82122

9139318 11 08463

40~ 50 岁 31 63C8232 45119

81148 10128732 11 84766

50 岁以上

9 6417737 54181

86C67 10160004 31 53335

T otal

138 6210021 33133

86167

9163126 181987

6198527 2110312

由不同年龄教师教学积极性可知, 该 校 40 岁以 下教师

讲师

46

59121

33133

79126 10155728 1155659

的教 学积极性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40 岁到 50 岁教 师的教学

副教授

65

63102

42122

82122

积极性处于中 等水平, 50 岁以上 教师的 教学积 极性处 于中
等偏高水平。这表 明不同 年龄 教师 的激励 效果 呈现随 着年

教授

16

66148

52159

86167 11137465 2184366

Total

138 6210021

33133

86167

8139515 1104129

9163126 181987

由不同职称 教师 的教 学积极 性统 计分析 可知, 教 授的
教学积极性 处在中等 偏上 水平, 副 教授和 讲师 教学 积极性
处在中等水 平, 助教 教学 积极 性处在 中等 偏低水 平。这表

龄的 增加而增加的趋势该 结论 一方 面说明 年轻 教师的 需求
比年长教师要多, 但是满 足程 度比 年长教 师要 低另一 方面
说明教师这个职 业是 以时间 和经 验的 积累为 基础 的, 年轻
教师相对于年长 师受 到的限 制更 多些, 从 而影 响了年 轻教
师的 教学积极性。
其次, 对不同年龄 教师教学积极性得分 进行方差 分析。
具体 情况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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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 年龄教师教学积极性得分的方差分析
Sum of
Squares

df

M ean
Square

Between
Groups

2541827

3

611609

Within
Groups

119531441

134

781205

Total

127081268

137

F

Sig.

21821 1 031

由表可知, 在显著性水平 A= 01 05 下, 是否担任行政务
在教 师教学积极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 01023< 01 05, 也
就是说二者之间 的教 学动力 差异 性显 著。该结 论说明 担任
行政 职务的教师与未担任 行政 职务 的教师 在激 励的需 求上
存在着客观 的差 异, 对需 求的满 足程 度也是 不一 样的。这
就要 求在对需要的分析和 设计 激励 机制的 过程 中引起 格外
的注 意, 做到 有针对 性地 开展激 励, 从而 最大 限度激 发教
师教 学积极性, 提升教学动力水平。

* The mean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 1 05 level.

四、结论

由表可知, 在显著性水平 A= 0105 下 , 不同年 龄段教师
教学积极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P= 01031< 0105, 也就是说
不同年龄教 师的激励 效果 之间的 差异 性显著 。该结 论说明
不同年龄阶 段的教师 其需 求的内 容是 不一样 的, 需 求的满
足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越年轻教师越倾向 于物质上的 需要,
而越年长的 教师越倾 向于 内在精 神上 的回报 。而且 年龄因
素也会影响 到教 师的 职务、职 称晋升, 从 而影 响不 同年龄
段教师的工 作压力和 获得 的薪酬 福利, 进 而影 响不 同年龄
段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31 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与激励效果的差异分析
首先, 按问卷被试是 否担 任行政 职务 分析 不同的 教师
的教学积极性得分, 具体情祝如表 6 所示。
表 6 不同行政职务教师教学积极性分析
N

Mean Minimum Maximum

Std.
Error

整体情况, 针对不 同特征 下教 师的 教学积 极性 差异性 进行
分析, 为进一步优 化和改 进教 师教 学积极 性激 励机制 提供
参考 。研究的 主要结论有:
1. 该高校的 教师 教学 积极 性整 体处 于中 等偏 上水 平。
但不同激励群体 之间 的积极 性水 平存 在明显 差异, 影 响教
学积 极性的因素之间也存在差异。
2. 影响高校教师教学积极 性的主 要因素 可以归 纳为制
度因素 和环 境因 素。制 度 因素 包括 福 利 制度、 薪酬 制 度、
培养制度、领 导管 理、考核 制度、晋 升制 度, 环 境因 素包
括工 作压力、工作 兴趣、人 际关 系、办公 环境、 校园 环境
和科 研氛围。
3. 在两个主要因素中制度 因素对 提高教 学积极 性影响

8127511 1185037

86167

9166539 188977

领导管理因 素。因此, 改 善高 校教 师教学 管理 制度对 提高
教学积极性 具有 重要意 义, 特别 是完 善领导 制度、福 利及

86167

9163126 181987

考核 制度。
4 在各项人口特征值中, 教学积极性在性别、学位和任

82122

不担任
118 6112367 33133
行政职务
138 6210021 33133

Std.
Deviation

本文以某高 校教 师教学 积极 性为研 究对 象, 通过 查阅
文献 、问卷调 查等方 法, 研究 了该 高校教 师教 学积极 性的

最大。在制 度因 素中, 领 导管 理、福 利 制度 和考 核 制度 3
项子因素和其他 子因 素均显 著相 关, 其中 相关 性最强 的是

担任
20 6615185 55156
行政职务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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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否担任行政职 务的不 同教 师的教 学积 极性 得分可
知, 担任行政职务的 教师 数量 虽然较 少, 但其 教学 积极性
水平显著高 于平均水 平; 而未 担任 行政职 务的 教师 教学积
极性则略低 于整体平 均水 平。这表 明在军 队院 校的 体制制
度环境下, 行政岗 位对 教师教 学积 极性的 影响 力量 是不可

教学科等方 面没 有显著 差异, 差 异性 主要体 现在 职称、年
龄及 是否担任行政 职务 等 3 个 特征; 因 此, 在高 校教 师教
学积极性激 励中 要根据 不同 职称、年 龄、工作 岗位合 理区
分激 励对象, 使激励措施和激励机制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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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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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of
Squ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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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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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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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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